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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党员身边的党员

本报讯（记者余慧琳）7 月 10
日下午，暑热难当。罗坪镇洞坪村
62岁老党员汤世义在安顿好病妻
后，一个人操起家伙，来到屋后，清
理上次拆除猪圈留下来的残砖断
瓦。汤世义一边忙乎，一边安慰病
妻：“县里进行环境整治，是为了把
我们这里建得更漂亮。我作为一
名老党员，能不支持吗？”

说起来，汤世义是个苦出身的
老农民，9 岁时父母双双失明，是
政府及乡里乡亲的帮忙才顺利长
大，并成家立业的。因此，在汤世
义的心里，政府及乡亲们是他最值
得信赖的亲人。早年在生产队里
劳动时，工作特别卖力，被当选为
生产队长，还被评为全县劳动模
范。1996年，汤世义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向往已久
的共产党员。

成为共产党员的汤世义更加
热心集体的公益事业。雨季来了，
不用打招呼，他会自动到村里的山
塘、水库看一看，疏通一下水沟，如
果发现险情，就赶紧打电话通知村
干部，让他们想办法处理。谁家需
要帮助了，只要打个招呼，他都会
义无反顾地上前去帮忙。罗坪镇
洞坪村委会委员高兴华说：“汤世
义家的条件并不好，但他对村里的
工作都特别支持，无论什么事，他
总是带头做，是一名令人尊敬的老

党员。”
今年年初，我县开展城乡环境

综合整治以来，公路沿线的猪栏、
厕所之类的全部要拆除。尽管汤
世义家距离公路有几百米，接到通
知后，不等村干部前来做工作，汤
世义主动把自己的猪栏拆了。汤
世义说：“我是共产党员，以前都是
叫别人做事的，现在不当队长了，
支持县里的工作，不能让别人来催
我，我必须带头做。”

2008年，与汤世义患难与共的
妻子，查出患糖尿病。2016年，妻
子病情加重，糖尿病并发症让妻子
耳目失聪，生活都不能自理。为了
病妻，汤世义推掉外面的工作，留
在家里照顾她。因此，一家人就没
有了经济来源。尽管如此，汤世义
没有向组织提一点要求，一个人默
默地挑起家庭的重担。

七一前夕，县委书记杜少华来
到汤世义家，为他家送去了党和政
府的温暖，杜少华对汤世义这种舍
小家，顾大家的精神大为赞赏，说
他是武宁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得到书记肯定的汤世义内心充满
了力量。他说，再难，也要支持县
里的建设。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是指一个地区
结合当地实际，坚持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在
满足群众基础文化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形成网络健
全、结构合理、发展均衡、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

自九江市着力创建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以来，武宁县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创建工作走
在全市前列。

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方兴未艾
山水秀美的武宁县位于九江市西北部，地处湘鄂赣

三省边陲要冲，在这3507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世世
代代武宁人挥洒汗水用智慧缔造了1800多年的厚重历
史。至今，全县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也从未停止过前进
的步伐。

近年来，武宁县级文化重点工程投入空前。
该县投资近3亿，相继建成由规划展览馆、博物馆、

剧院三个功能体组成的“西海明珠”及文化大舞台，完成
了县图书馆、文化馆、县电影院改造维修，通过了国家一
级图书馆、文化馆验收。目前，国家一级图书馆、国家一
级文化馆以及大型文化广场均衡分布在县城各区域。

不仅如此，该县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
近日，记者在甫田乡、鲁溪镇看到，高高耸立的乡镇

文化站已建成包括影剧院、文化广场、多功能活动厅、图
书阅览室、共享工程服务点等功能的活动场所，各项文
化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武宁县文广新局党委书记、局长蒋德标介绍，全县
先后新建和改扩建了19个乡镇文化站综合楼、1个街道
文化活动中心，总面积近7000平方米，文化基础建设遍
地开花。

图书馆总分馆制工作已在全县铺开。
武宁县以县文化馆、图书馆为总馆，在做好数字化

建设的同时，还以乡镇（街道）文化站为分馆，依托行政
村（社区）文化中心、农家书屋，广泛建立了基层图书服
务点。

最重要的是，183 个村级文化活动中心（文化活动
室）、180个村级农家书屋、1个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县级支
中心、21 个基层站点和 180 个基层服务点扎根农村基
层，让所有武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精神文化的免费大

餐。
在甫田乡图书馆记者就见到，不少村民忙完农活

后，前往图书室阅读所需的各类书籍，或查看所需的相
关资料。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全县乡村
武宁县自投资 1200 万元兴建了艺术中心后，于

2013年底又投资1.7亿元在县城新城区兴建了影剧院、
博物馆等文化活动场馆。至此，在人口密集区，该县于
新老城区分别拥有两座活动场馆，极大地保障了群众享
受文化权益的需求。

有为才有位，武宁县文化馆积极围绕党委、政府中
心工作策划系列群文活动，不断宣传推介武宁。

如今的武宁县文化馆今非昔比，活动阵地上不时琴
声悠悠、歌声阵阵、舞姿翩跹，还不时洋溢着浓郁的翰墨
香味，已俨然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平台、培训的学校、联
谊的桥梁和才艺展示的大舞台。而且，所有的场馆全都
免费开放。

武宁县文化馆以“开门办文化、对口送文化、基层种
文化”为办馆思路，以创新基层文化服务途径为支撑，不
断丰富、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记者在武宁采访时体
会到，全县上下各具特色的群众艺术文化繁荣似锦。

“百姓大舞台·大家一起来”“山水情·文化韵”“全县
中老年艺术节”“全县青少年节”等，一项项县域群众文
化活动品牌，吸引了广大文化爱好者参与进来。并以中
老年和青少年为对象，策划举办的中老年和青少年艺术
节活动覆盖了全县城乡各地。

武宁县在创建该体系示范区过程中，努力做精、做
优，无论走进哪个乡村，都能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氛围。

而且，文化活动这个载体也能结下经济发展的硕
果。

武宁县宋溪镇王埠村齐家中心村是个有着深厚历
史文化的自然村，依山傍水、生态怡人。村民和睦相处，
安居乐业。

小小的中心村建有农家书屋1个、100平米以上文
体广场3个、舞台1个、多功能活动室1间、体育健身器材
1套、简易音响设备1套、应急广播系统1套、广场舞蹈队
1支、腰鼓队1支。精彩纷呈的农民艺术文化活动为当
地的观光旅游经济发展推波助澜。

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文化事业雨后春笋
武宁县官莲乡山坪村仅有 10 个村民小组，共 375

户、1217名人口，却建有500平米以上的文体广场2个、
戏台3个和1座农家书屋。村民自发组织了灯彩队、广
场舞队和腰鼓队，开展的文娱活动也丰富多彩，采茶戏
已成为该村的特色文化活动。

山坪村系水文化活动中心是一座集祭祀、宗族事务
活动和文娱活动为一体的综合活动场所，农村人都称之
为祠堂，其实是村民自发筹建的公共活动平台。该中心
系村民自筹200余万元资金建造，面积800多平米，所开
展的各项文化活动也令人耳目一新。

祠堂在当下农村并不少见，精彩之处就是武宁县巧
妙地激发群众利用好了这个公共平台，在鼓励村民弘扬
孝道文化的同时，并施行村民自治、大力提倡公共文化
活动。

山坪村系水文化活动中心不仅建有大型厨房、活动
大厅，一次性可供近500人聚餐或开展祭祀活动。还建
有舞台、演艺场所，配备简单的音响设备，可开展小型文
艺演出。

在官莲乡、大洞乡、泉口镇、鲁溪镇等地，每到春节，
遍布武宁城乡各地、类似于山坪村这样的农村祠堂功能
得到很好的完善，本土民众自编自导自演的“春晚”你方
唱罢我方登场、农民自办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宗祠文化
与艺术文化非常和谐地融入一体，极大丰富了农民的文
化生活。

农民自发组织的文娱活动不仅凝聚了人心、丰富了
业余文化生活，同时促进了邻里关系，构建了和谐人居
环境。

还有，该县上汤乡、清江乡、澧溪镇、宋溪镇、罗溪
乡、罗坪镇、新宁镇将文化活动中心与村小教学点、村组
礼堂结合，依托新农村建设，全面完善了村级基础设施
建设。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到城乡各地，文化的精髓也
渗透到每一位城乡居民思维意识里，人人都有块自己追
求的精神乐土。而这些社会力量兴办的公益文化也为
武宁县的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该县
在创建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中的
一大特色和亮点。

本报讯（记者余慧琳）7 月 12 日，
全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暨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会在县教体局五楼会议室召开。
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级干部杨桦出
席会议并讲话。

针对目前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杨桦
指出，一要思想认识进一步到位。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先决条件，是一票否决的项目，
我们不仅不能“提前出局”，还要“旗开
得胜。”二要工作责任进一步压实。加

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
个庞大的工作，各责任单位要通力协
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三要督导考
核进一步跟进。坚持工作开展到哪
里，督导考核就跟进到哪里，只要出了
影响这项工作的重大问题，都将严格
追责，决不姑息。四要组织保障进一
步到位。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优先
考虑创文工作需要，给予创文工作必
要的支持。

会议还解读了《武宁县2018年未
成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并
作了动员报告。

武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建花重锦绣
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记者 周学军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我公司受武宁县城市建设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定于
2018 年 8 月 3 日上午 10 时在武
宁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对
武宁县南门小区 3#楼共计 11
层，整体总建筑面积 3148.23㎡
房屋所有权，就现状进行公开拍
卖 。 拍 卖 参 考 价 ：1500.88 万
元。有意者请于 2018 年 8 月 1
日 17 时前携带有效证件及 200

万元竞买保证金交款凭证（交款
账户：开户行银：中国农业银行
武宁县支行营业部；账户名：武
宁县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管
理委员会；账号：14 3411 0104
0014 940）到武宁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四楼报名处办理竞买手
续。拍卖详情见拍卖文件或联
系13635988533（彭先生）。

湖南万和拍卖有限公司

本报讯（见习记者郭诚芝）巾口乡北
栎村交通不便，无工业企业，生产方式落
后，村经济停滞不前。县委党校作为包
村帮扶单位，在充分了解北栎村情况下，
充分利用各方资源，聚焦“小而准”，发展

“短平快”产业。
王汝先今年已经是80高龄，家中妻

子近七旬，还有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疾病
的儿子，一家三口靠低保度日。县委党
校根据王汝先老人的意向，借助其家庭
地理环境优势，为其制定了帮扶计划

——发展养鸡业。
现如今，王汝先一家围绕着鸡舍，日

子恬淡而充实。当拿着卖蛋卖鸡换来的
一沓红彤彤的钞票，王汝先觉得，这比

“等”、“靠”、“要”舒坦。王汝先表示：“有
县委党校的真情帮扶，我一定要把鸡养
好，把日子过好。”

据了解，在县委党校的帮扶下，北栎
村有家禽合作社 1 个，有 3 户发展养鸡
业，3户发展养蛇业，种植高山油茶13亩，
另外还种植了柑橘、脐橙等经济作物。

本报讯（记者戴英琴）近日，泉口镇
杨岭村贫困户洪登光销售了1头土猪，在
猪肉价格不景气，只卖13元一斤的市场
行情下，他的土猪肉卖到了15元一斤，一
头猪销售金额达到2900多元，比他预想
的多卖了500元。洪登光开心地说：“真
的要感谢聂学高同志的帮忙，是他到处
帮我推销，让我的猪肉卖了个好价钱。”

聂学高是泉口镇综治办副主任，也
是驻杨岭村第一书记。杨岭村地理位置
偏僻，交通、信息都欠发达，许多群众自

家种养的“土货”都无法及时卖出去。聂
学高针对这一情况，积极帮助群众销售
这些绿色的农家产品。今年以来，他先
后采取向朋友或者机关单位推销的方式
为贫困户聂运华销售了 21 头羊,为贫困
户洪登光销售了1头土猪，为其他贫困户
和非贫困户销售猪 20 多头、黄牛 1 头。
另外他鼓励困难群众发展水稻规模种
植，药材、油茶种植，黄牛、羊、鸡鸭等规
模养殖，使杨岭村的困难群众日子过得
越来越红火。

县委党校：聚焦“小而准”发展“短平快” 泉口镇：真情扶贫暖人心

拍 卖 公 告

本报讯（记者徐臣君）7月12日下
午，全县殡葬改革工作会议在县市民
服务中心902会议室召开。副县长陈
绪洲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绪洲指出，殡葬改革是一场移
风易俗的社会变革，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大力推进绿色殡葬改
革，有利于节约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提升城乡形象，降低办
丧成本，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和
谐。他要求，各级各地务必认清形势、

保持定力，切实增强深化殡葬改革工
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精细调研、系
统谋划，尽快完善相关硬件设施；要广
泛宣传、教育引导，尽快转变群众观念
推行绿色殡葬；要科学调度、巩固成
果，确保殡葬改革工作快速、高效推
进。

会议还传达了省市殡葬改革工作
有关会议精神，通报了我县当前殡葬
改革工作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
了安排部署。

7月9日，由武宁县新宁镇党委、政府主办，武宁县爱心艺术团协办的新宁镇庆祝中国共
产党建党97周年文艺演出在竹湾村文化活动中心举行。

烈日下，各位演出人员激情高涨，为大家送上了一场精心组织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的
节目吸引了附近的居民观众，纵使头顶烈日也要观看演出，并不时发出掌声为演出喝彩。
图为表演唱《绣红旗》。（见习记者郭诚芝 摄）

我县召开殡葬改革工作会议

我县召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

“以前连想也不敢想，在家能务工还能挣那么多钱，
而且是每天结账，从不拖欠。”拿着刚领到的260元，在甫
田乡清心茶叶合作社务工的鄢春松说。60多岁的鄢春松
一家四口人，上有9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患病儿子
需要照顾，不能外出务工，全家因此致贫。如今有了合作
社，不仅能照顾家属还能打工赚钱，为贫困户增加收入提
供了可能。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甫田乡紧紧围绕农民合作社积
极创新，探索出“合作社+现代农业”、“合作社+入股”等
扶贫新模式，有效整合资源优势，释放出巨大的政策红
利。在推进农业产业升级、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贫困
农户增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目前，全乡7个村共有
7个专业合作社，实现每村一个合作社，实现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全覆盖。
合作社+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大发展，精准脱贫有方法

现代农业品种专业化水平高、规模化程度高、产业化
效益高，是当前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甫田乡因地制宜，
抓住机遇，调整种植结构，种植高效、特色的现代农业，走
出一条“合作社+现代农业”的新模式，大力发展农业产
业。大棚蔬菜、中药材覆盆子、水栀子、特色果业、花卉果
木等在甫田乡集中连片生根发芽，经济效益成倍增加。

江西省油之源生态农业合作社位于甫田乡烟港村，
该合作社在流转3000亩土地和山场，建设生态农业园，种
植1500亩高产油茶、500亩生态果园、600亩中药材、150
亩的水产养殖、200亩有机蔬菜。该项目使烟港村等周边
村民50余人，其中贫困群众30余人受益。

“合作社+现代农业”实行统一供种、统一标准、统一
收购、统一销售的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运营模式，确保农
产品从种植、生产、销售全过程的质量安全，走出了一条
合作社连基地，基地带贫困户的新路子，使贫困户在产
前、产中、产后全过程“零风险”，有力增强了贫困村的“造
血”功能，以发展农业产业的方法助力精准脱贫。

合作社+入股：贫困农户大增收，精准脱贫有做法
甫田乡不断创新扶贫方式，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

式”扶贫，依托现有村庄产业发展基础，引导和鼓励贫困
户以扶贫资金、劳动力等的入股企业、合作社的做法，发
展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业等，由政府牵头，选择“有发展
前景、有资金需求、信用良好、愿意帮助当地贫困户脱贫
致富”的企业、合作社，作为贫困户带资、带工入股企业，
使扶贫资金无风险、贫困户收益有保障，成为贫困户增收
的又一途径。

甫田村焦家祠荷虾同心创业基地，基地流转土地200

亩，用于荷虾共养，同时成立合作社，采用供苗供技术包
销模式带动当地群众发展该产业，打造农旅结合的田园
综合体。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大户+贫困户+贫困户劳
力”的方式，为大户和贫困户统一服务，大户带动部分贫
困户就业。贫困户以入股的方法加入合作社，年底可分
得 12%的利润。单纯务工的，人年均收入 6000-15000
元。部分贫困户还可以获得土地租金收入。

为扶持合作社发展，甫田乡整合产业扶贫、果业发
展、养殖项目补助等各类项目资金，帮助和扶持农民合作
社发展。按规范程序组建的合作社，符合贷款条件的，可
向金融部门申请每个贫困户1000至1200元不等的政府
贴息信贷支持。

目前，甫田乡依法注册登记的合作社有7家，扶贫基
地5个，带动就业人口895人，其中贫困户58户，入股贫困
户248户，涉及贫困人口841人，合作社规模达到5778余
亩。以务工、入股和订单的方式带动贫困户增收。真正
把农民专业合作社建成贫困农户与市场对接的平台，实
现农业产业大发展，集体经济大增收，贫困农户大增收。

甫田乡：“合作社+”扶贫新模式助力精准脱贫
童顺燕 本报记者 余慧琳

汤世义
我是党员，应该支持县里工作

武宁县2018年篮球联赛圆满结束

本报讯（记者柯有凯实习记者胡
焕秋）7月13日，武宁县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合会、武宁山水农产品供销合作
社联合社揭牌成立。柯有斌当选会
长，标志着武宁农业合作社升级发展
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为推进我县农产
品出山搭建了平台。

上午在县农业局召开了武宁县
专业合作社联合会第一次会员大会。

会上审议表决了筹备组组长作
的联合会工作报告，审议表决了联合
会章程，表决通过了联合会理事会人
选，审议表决了联合会行业管理制
度。柯有斌当选为联合会会长。

据了解，武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合会，是武宁县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自治联合非盈利性社会组织，在江
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与武宁
县农业局等指导下帮助下开展工作，
以促进全县农民合作社合作交流，共
同发展为宗旨，开展全县种植养殖林
果业等各产业行业管理服务工作，开
展农民合作社交流，学习考察培训活
动。

武宁山水农产品供销合作社联
合社，是联合会的会长单位，依托联
合会的农业行业管理，在联合会支持
配合下组织武宁农民专业合作社打
造共同的农产品品牌，进行农产品推
广销售。目前已有正式会员58家，待
观察 30 余家，包括蜂蜜、果业、种植
业、养殖业。

我县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本报讯（记者王怡荣）火热的
季节，火热的赛事。武宁县 2018
年篮球联赛，19支参赛队伍，经过
28天的紧张、激烈角逐，7月7日在
县二中篮球馆举行乙组决赛和闭
幕式，为本次篮球赛画上圆满句
号。

本次篮球赛由县总工会、县
教体局、县篮球协会共同主办，
历时近一个月，是我县组织时间
跨度最长的一次篮球赛事。全
体球员们用他们良好的篮球技

艺和顽强拼搏的竞技精神，为全
县市民及广大篮球爱好者奉献
了 74 场精彩比赛，为山水武宁营
造了良好的篮球文化氛围，为打
造武宁篮球运动品牌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最终公文跆拳道、景
山大酒店、朝阳起点汽贸代表队
分获甲组前三名；水投渔业代表
队 蝉 联 乙 组 冠 军 ，精 通 汽 修 奔
放、嘉典集团、南国鼎峰、罗坪零
网、今世缘酒业代表队分获乙组
二至六名。

本报讯（记者戴英琴）7月11日，
县委宣传部举行“诵读红色家书，牢
记初心使命”主题活动。一封封炙热
情感的书信，书写了革命者最真的初
心；一则则大义凛然的革命故事，讲
述了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亲爱的弟弟妹妹：我今与你们
永诀了！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
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活动
在该支部党员声情并茂的朗诵中拉
开序幕。

紧接着，党员们满怀深情地诵读
了《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
恨》《饮弹从容向天啸，长留浩气在人
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
话！》《别了，哥哥》等家书。一封封红
色家书，字里行间饱含着人间大爱，
传递了革命大义，穿过时间的壁垒，
让在场的观众感受到革命英烈们坚
定的理想信仰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诵读红色家书 感受家国情怀


